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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取得了贵会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中华自

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52 号）。 

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

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

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

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08]257 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公司自 2021 年 10 月 25 日通过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期间发生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向贵会上报了无会后重大

事项的承诺函。 

2021 年 12 月 7 日、202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

时）会议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将公司股东大会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前次届

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2021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8.67 万元，较 2020 年同期下降 152.48%。2022 年 4 月 29 日，

公司披露了《2022 年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2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90.40 万元，较 2021 年同期下降 327.35%。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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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

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对

2021 年 10 月 29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日之间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进行说明和承诺如下： 

一、公司 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3 月业绩变动的主要情况和原因 

（一）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变动的主要情况和原因 

1、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变动的主要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

务数据和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5,246,577.95 117,857,480.17 40.21% 

营业成本（元） 152,606,986.59 103,221,623.73 47.84% 

净利润（元） -1,639,556.00 4,375,706.59 -13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86,692.82 3,785,834.68 -15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548,872.83 3,071,751.90 -24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73,932.87 3,942,228.96 297.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6 0.0069 -15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6 0.0069 -15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4% 42.01% -62.05%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元） 97,363,437.22 91,742,769.99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18,538.16 10,905,230.98 -18.22%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2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8.6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48%。 

公司 2021 年度盈利下降主要受毛利率下降、费用和坏账增加的影响。 

2、2021 年度业绩变动主要原因分析 

（1）毛利率下降的分析 

2021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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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16,524.66 11,785.75 40.21% 

营业成本 15,260.70 10,322.16 47.84% 

营业毛利 1,263.96 1,463.59 -13.64% 

毛利率 7.65% 12.42% -4.77% 

2020 年度至 2021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从 12.42%下降至 7.65%，主要影响因

素分析如下： 

①2020 年度至 2021 年度，公司自行车及零配件销售收入由 1,643.54 万元下降至

962.97 万元，毛利率下降 3.66%，主要由于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新

冠疫情的反复对经营产生的影响，加上公司因为资金压力，在市场宣传营销方面投入有

限，市场份额下降，导致自行车及零配件销售的整体收入下降，规模效益降低所致。 

②2020 年度至 2021 年度，公司锂电池材料销售收入由 1,340.50 万元增长至 1,974.53

万元，成本由 1,319.13 万元增长至 1,968.43 万元，毛利率下降 1.28%，主要由于 2021 年

第四季度该业务原材料锰酸锂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所致。此外，公司该业务规模相对于同

行业公司规模相比极小，规模效益本身相对较低，因此公司锂电池材料销售毛利率有所

下降。 

③2020 年度至 2021 年度，公司珠宝黄金业务销售收入由 8,706.41 万元增长至

13,291.54 万元，成本由 8,094.06 万元增长至 12,493.59 万元，毛利率下降 1.03%，由于公

司该业务盈利来源于向下游客户销售与向上游供应商采购之间的差价，毛利率波动具有

合理性。 

（2）费用增加的分析 

2021 年度，公司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16.82%，主要由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增加所

致。公司 2021 年度销售费用为 330.4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04%，主要系职工薪酬

支出及设计费用随着公司珠宝黄金业绩提升同步增加所致。公司 2021 年度管理费用为

615.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8.66%，主要系因适用新租赁准则，使用权资产折旧金

额较高所致。 

（3）坏账准备增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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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79.58 万元，上升比例为

297.72%，主要系客户货款逾期，存在减值风险，导致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二）公司 2022 年 1-3 月业绩变动的主要情况和原因 

1、公司 2022 年 1-3 月业绩变动的主要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2022 年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2 年 1-3 月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 1-3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246,951.40 23,163,329.56 11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3,991.16 -211,535.36 -32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0,923.81 -211,535.36 -46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30,326.51 1,399,162.83 -738.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004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004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8% -1.96% -8.72%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本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1,914,520.44 97,363,437.22 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14,547.00 8,918,538.16 -10.14% 

2022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24.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6.92%；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0.4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27.35%。 

公司 2022 年 1-3 月盈利下降主要受毛利率下降和费用增加的影响。 

2、2022 年 1-3 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分析 

（1）毛利率下降的分析 

2022 年 1-3 月，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 1-3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024.70 2,316.33 116.93% 

营业成本 4,724.94 2,075.25 127.68% 

营业毛利 299.75 241.09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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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5.97% 10.41% -4.44% 

注：公司 2022 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从 10.41%下降至 5.97%，主要系

公司珠宝黄金业务销售收入和成本增长较大所致。2022 年 1-3 月，公司珠宝黄金业务销

售收入和成本分别为 4,112.88 万元和 3,874.71 万元，毛利率为 5.79%，由于公司该业务

盈利来源于向下游客户销售与向上游供应商采购之间的差价，毛利率波动具有合理性。 

（2）费用增加的分析 

2022 年 1-3 月，公司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57.14%，主要由销售费用及研发费用增

加所致。公司 2022 年 1-3 月销售费用为 125.1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94.12%，主要

系其他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大所致。公司 2022 年 1-3 月研发费用为 121.54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41.94%，主要系子公司研发人员增加所致。 

二、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经发审委审核通过。2021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8.6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48%，

主要受毛利率下降、费用和坏账增加等因素影响。2022 年 1-3 月，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90.4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27.35%，主要受毛利率下降、费用增加

等因素的影响。 

发审会前，公司已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做出了风险提示。 

保荐机构已于《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中对相关情况涉及的风险因素做出

充分提示： 

“经营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自行车业务、锂电池材料业务及珠宝黄金供应链服务业务。由于

自行车市场竞争激烈，公司的自行车业务受到国内市场总量持续萎缩和共享单车等新型

自行车商业模式的冲击，对终端消费者需求的响应程度有限，经营面临较大压力，收入

逐年降低。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引进投资者，推动珠宝黄金供应链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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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业务的产业布局。但由于珠宝黄金供应链服务业务为公司 2019 年新进入的领域，

业务处于发展阶段，在客户资源、经营管理、人才引进等各方面均需要进一步投入。如

果未来珠宝黄金供应链服务业务发展不如预期，公司将在经营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 

“无法持续盈利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分别为-159.20 万元、-718.69 万

元、378.58 万元和 136.55 万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净资产为 2,722.01

万元。由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较弱，如果未来行业及经营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可能导致

公司存在无法持续盈利的风险。” 

“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2,900.75 万元、3,861.65 万元、5,503.14

万元和 5,555.24 万元，占当期公司合并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39.60%、61.56%、59.98%

和 58.78%。随着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的规模也可能进一步扩

大，如果出现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或无法回收的情况，公司将不仅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风

险，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亦将受到不利影响。” 

此外，在发审会召开后，发行人已在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告的《2021 年年度报告》

和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告的《2022 年一季度报告》公开披露了发行人 2021 年和 2022

年一季度的经营业绩及变动原因。 

三、业绩变动是否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21%；2022 年 1-3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24.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6.92%。公司珠宝黄金业务在新冠

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仍实现大幅增长，在客户开发和市场拓展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98.6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48%。在

营业收入同比上升的背景下，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主要受毛利率下降、费用和

坏账增加的影响；2022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0.40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327.35%。在营业收入同比上升的背景下，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主要

受毛利率下降和费用增加的影响。在黄金珠宝业务方面，公司将进一步搭建供应商体系

和拓展客户资源，完善内部业务流程和内控体系建设，推进供应链系统平台搭建提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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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质量效率，争取实现营业收入较大增长。在自行车及零配件及锂电池材料业务方面，

公司将对重点成熟区域组织货源、管控质量、协调运输及完善售后，保障订单业务稳定；

对其他区域，积极与客户供应商沟通合作，力争扩大阿米尼品牌的影响力，以促进订单

业务增长。同时，公司将努力开源节流，加强供应链管理和成本管控，保障业务稳步发

展。 

综上，前述因素虽然对公司 2021 年及 2022 年 1-3 月的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不利影

响，但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构成

重大障碍。 

四、公司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公司的研发、生产、贸易和服务实力，有助于提升公

司品牌影响力、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提高盈利水平，从而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公司 2021 年及 2022 年 1-3 月的业绩波动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五、公司发审会后新增的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自 2021 年 10 月 29 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公司共发生一起金额较大诉讼，

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 9 月 24 日、2021 年 10 月 12 日，发行人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临时）会议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中华花园二期城

市更新改造项目合作合同〉的议案》，并披露《关于终止〈中华花园二期城市更新改造

项目合作合同〉的公告》，终止履行《中华花园二期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合作合同》（以下

简称《合作合同》）。 

2022 年 2 月 23 日，发行人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2022）

粤 0303 民初 3787 号）、《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2020）粤 0303 执保

498 号）等法律文书，深圳市建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中华花园二期城市更新改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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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合作方，以“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为由对发行人提起诉讼，要求返还

1,000 万元保证金及利息并赔偿损失，诉讼请求金额合计 3,085.90 万元。 

根据该案诉讼代理律师事务所广东亚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说明，并经访谈代理律

师，（1）根据《合作合同》的约定，发行人不存在应当返还保证金的情形，深圳市建郅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发行人终止《合作合同》符合法

律规定；（2）同时，发行人已完成《合作合同》约定的部分工作，符合获取项目回报收

益条件，有权按照约定获取 600 万元报酬，发行人已对深圳市建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

起了反诉，诉请其支付项目回报收益款 600 万元；（3）法院驳回深圳市建郅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诉讼请求的可能性较大。 

该案已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开庭审理，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法院尚未出具裁判文

书。 

经核查，上述案件未影响公司珠宝黄金业务、自行车及锂电池材料业务的日常经营，

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的

法律障碍。 

六、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与发行

人实际情况对照如下： 

序号 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发行人实际情况 

1 
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

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发行人不存在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况 

3 
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

尚未解除 

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

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4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

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发行人不存在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

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的情况 

5 

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

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发行人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经注册会计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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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本次发

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 

计，出具了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7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其他情形 

发行人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业绩由于毛利率下降、费

用和坏账增加等因素出现同比下降、2022 年 1-3 月经营业绩由于毛利率下降、费用增加

等因素出现同比下降，发行人新增 1 项重大未决诉讼案件；发行人 2021 年度和 2022

年1-3月业绩变动情况及新增的重大未决诉讼案件不会对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七、公司对会后事项的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关于再

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规定，公司就会后事

项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说明并承诺如下。 

公司自 2021 年 10 月 29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日，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重大事项，具体如下： 

1、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财务报告经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21695 号、天职业字

[2021]25610 号、天职业字[2022]26082 号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2 年 1-3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2、公司没有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变动主要

受毛利率下降、费用和坏账增加的影响，公司 2022 年 1-3 月经营业绩变动主要系毛利

率下降、费用增加的影响，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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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

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中披露的

重大关联交易。 

9、2021 年 11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对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

注册会计师周学民、张婧颖出具《关于对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

册会计师周学民、张婧颖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对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务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构成实质

性障碍。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对国金证券《关于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对国金证券业务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

对公司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因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内部签字会计师轮换原因，2021 年度

签字注册会计师由 2020 年度的陈志刚、张磊变更为屈先富、邓军。上述变更对本次发

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除上述情况外，经办公司本次业务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

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经办公司本次业务的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更换。 

10、公司本次发行未作盈利预测。 

11、自 2021 年 10 月 29 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公司共发生一起金额较大诉

讼，情况如下： 

深圳市建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为由对发行人

提起诉讼，涉案金额为 3,085.90 万元。该案已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开庭审理，截至本承

诺函出具日，法院尚未出具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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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上述案件未影响公司珠宝黄金业务、自行车及锂电池材料业务的日常经营，

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的

法律障碍。 

除前述情形外，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重大

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公司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公司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公司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实质性影

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自 2021 年 10 月 29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未发生中国证监会《关

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

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

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

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中规定的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

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尚未披露的事项，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各

项发行条件。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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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后事项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李  海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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